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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

 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判例
(2009-2018)      

章剑生*

摘 要 行政法学理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解释,与2009年之前相比并没有发展出新的学

说。对“程序轻微违法”的解释则主要通过整理判例列出若干情形,但未作类型化处理和一般

化判断规则的提炼。结合过去十年最高法院公布的判例,我们可以发现“违反法定程序”作为

司法审查标准未能发展成更为精细化、多元化的判断标准;在没有法定程序的情况下,法院仍

然采用“正当程序原则”的司法审查标准,但不断扩大其适用的行政领域范围。2014年修改后

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未见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因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而作出确

认违法判决的判例,这种状况可能会影响法院确认违法判决的正确适用。

关 键 词 法定程序 正当程序 程序轻微违法 行政诉讼 司法审查

引 言

2009年我在《法学研究》第2期发表了题为《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一文,该文基于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5-2008)发布的相关判例,结合行政法学既有的学说,针对《行政诉

讼法》(1989)第54条第2项第3目“违反法定程序”这一司法审查标准当如何解释这一问题,
借助“个案—规范”的方法论框架,分析法院判例中的裁判理由,进而得出如下两个结论:①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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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准。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行政程序为“法定程序”;在没有“法定程序”时,法院可以引

入正当程序原则辅助判断;②判决方式。在认定被诉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之后,法院首先考

虑“是否有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之因素,并视具体情况不同,选择撤销判决、确认判决

或者驳回诉讼请求判决。
此文发表之后的十年间,关于“行政程序违法”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但行政法学界对这个问

题的研究或多或少还是有所推进的。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2014)第70条在保留《行政诉讼

法》(1989)第54条第2项第3目“违反法定程序”之外,在第74条第1款第2项中又添加了一

项新的规定,即“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法院可以判决确

认其违法,但不撤销该行政行为。在这十年中,最高院公布判例的方式从原来比较单一的“公
报案例”,〔1〕到今天“指导性案例”和“行政审判案例”〔2〕并存,判例的数量有了较快的增长,
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升。这都为我们今天研究最高院如何解释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和适

用何种裁判方式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
在解释相关法规范和整理过去十年中行政法学界对“违反法定程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透过最高院公布的相关判例(2009-2018),本文着重讨论如下三个问题:①认定行政程序违法

是否需要基于行政程序的分类? ②行政程序违法的裁判方式如何适用? ③当以何种价值取向

引领法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 由此本文意在通过阶段性的、同一研究视角的方法,
揭示最高院对“违反法定程序”司法审查态度的变动轨迹,一方面可以回应《行政诉讼法》立法、
修法的旨意,另一方面也为地方各级法院的司法审查提供一种规范性指引,尽可能地接近“类
案类判”这一统一法律适用的目的。

一、法律规范分析与学说发展

(一)法律规范分析

《行政诉讼法》(2014)除了在第70条保留了“违反法定程序”之外,又在第74条第1款规

定的确认违法判决要件中,添加了“程序轻微违法”和“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两个新概

念。对于“违反法定程序”,在法解释学上可以从“程序”“法定程序”和“违反法定程序”三个层

次来作文义解释,阐明其法意。对此,我在《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一文中已有充分论

述,本文沿用这一解释结论,不再重述。这里重点分析《行政诉讼法》(2014)添加的“程序轻微

违法”和“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两个新概念,并从体系解释上厘清与其“违反法定程序”
之间的关系。

1.程序轻微违法

作为确认违法判决要件之一的“程序轻微违法”,从法解释学上看,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
在这个法概念中,本文认为重点是对“轻微”当作如何解释。①就文义解释而言,“轻微”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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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案例”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发布的案例。
“行政审判案例”是指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的《中国行政审判案例》(1-4卷),中国法制出版

社版2010年版、2011年版、2012年版和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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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程度轻”之意,相对于“轻微”情形的另一端则是“严重”。〔3〕由此可知,“轻微→严重”
如同光谱的“亮→暗”,但在哪一个刻度上划出“严重”与“轻微”的分界线,抽象的可操作性标准

可能是不存在的。较为妥当的方法是回到立法论上,在“法制定—法裁判”的关联框架中,由立

法者授权法官在个案中考量各种因素之后酌定。②就体系解释而言,这里要处理与《行政诉讼

法》(2014)第70条之间的逻辑关系,使其解释结果不至于在行政诉讼法体系内产生紧张关系。
该法第70条中的“违反法定程序”,应当解释为行政行为所有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该法第74
条第1款中的“程序轻微违法”也在其中。或许有人会异议:在这样的体系解释之下,前者适用

撤销判决,后者则适用确认违法判决,岂不矛盾? 非也。因为,在行政诉讼裁判方法的逻辑体

系中,确认违法判决本身就是撤销判决的一个“补充判决”,它的法构造是,本应适用撤销判决

情形+法律特别规定=确认违法判决。进而言之,依照《行政诉讼法》(2014)第70条规定,对
所有“违反法定程序”的被诉行政行为,法院都可以适用撤销判决,但若有该法第74条第1款

特别规定情形之一的,裁判方式就要改撤销判决为确认违法判决。可见“程序轻微违法”属于

“违反法定程序”情形之一,两者不是并列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行政诉讼法》第70条

正确的理解应当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应当一律撤销,但行政行为属于轻微违法,
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判决撤销,而是判决确认该行政行为违

法。”〔4〕本文认为,这一观点只有在以“违反法定程序”为上位概念,且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和“程序轻微违法”两分法之下才能成立。因为,在逻辑上还存在“中度程序违法”的情形,在法

规范上也还有可能推导出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产生了实际影响的情

形。此时,法院当作何种判决,这一观点难以给出妥当答案。③程序轻微违法与程序轻微瑕

疵。在《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中,曾有“行政行为程序轻微瑕疵且能够补正

的,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规定,但在立法审议过程中,“有的常委委员建议对‘行政行为程

序轻微瑕疵’中‘轻微’作出界定,有的同志认为瑕疵本身就是轻微违法的含义,建议删去‘轻
微’”。〔5〕因此,《行政诉讼法》(2014)最终未采用“程序轻微瑕疵”这一概念。考虑到实务中

一些法院使用“瑕疵”,有“合法不合理”或者规避“违法”之意,〔6〕《行政诉讼法》(2014)最终未

采用“程序轻微瑕疵”应该说也是妥当的。

2.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

此为确认违法判决适用要件之二,同样包含了几个需要解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①“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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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43条第1项中,有“严重违反

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之规定。
江必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

版,第473页。
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54页。
如在张道文、陶仁等诉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政府侵犯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权案(指导案例88号)中,

简阳市政府没有告知许可期限,存在程序上的瑕疵,但申请人仅以此认为行政许可没有期限限制,最高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在刘云务诉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晋源一大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案一审法院

认为,由于扣留涉案车辆的行为属于事实行为,故晋源交警一大队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程序瑕疵不能成为撤

销扣留行为的法定事由。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第2期,第2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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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在行政诉讼法中“实际影响”最早是作为确定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

诉性(受案范围)的标准,出现在1999年最高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之中。〔7〕依照最高院的解释,它“主要是指还没有成立

的行政行为以及还在行政机关内部运作的行为等”。因为,“如果某一行为没有对行政管理相

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提起行政诉讼就没有实际意义”。〔8〕2018年最高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解释”)第1条第2款第10项保留了

《若干解释》这一规定。依照体系解释规则,作为确认违法判决适用要件中的“实际影响”,若没

有特别规定,两者应当作同一解释。若此,那么凡是有《行政诉讼法》(2014)第74条第1款第

2项情形的,法院当以被诉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但是,这样

的结论显然与《行政诉讼法》(2014)第74条第1款第2项立法要旨不合。对于这一点,立法者

似乎并没有意识到。②原告的义务。本要件中,程序轻微违法仅限于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

影响,然而,若对原告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是否也不适用确认违法判决呢? 查阅迄今为止公开的

有关行政诉讼立法资料,我们未见立法机关就这个问题作出解释。而最高院在《行诉解释》中
确定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时,它是包括原告“义务”的。〔9〕由此可以推断,《行政诉讼法》
(2014)第74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可能是一种立法疏漏。本文认为,基于权利与义务的同等

重要性,此处应当作目的性扩张解释,将原告的义务也包括其中,才能达成法规范体系上的逻

辑自洽。
最高院《行诉解释》第96条将“原告权利”改为“重要程序性权利”,把“实际影响”改为“实

质损害”,前者有收缩确认违法判决适用范围之嫌,后者有消除与《行诉解释》第1条第2款第

10项“实际影响”之间紧张关系之意。在《行诉解释》法律框架之下,“程序轻微违法”=若干情

形(处理期限轻微违法;通知、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其他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对原告依法

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
(二)学说发展

本文所涉及的学说发展,主要有两个面向,一个是《行政诉讼法》(1989)中的“违反法定程

序”,另一个是《行政诉讼法》(2014)第74条第1款第2项的“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

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对于前一个问题,我在《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一文中有过系

统的整理,故本文重点讨论2009年之后学理上对该问题是否有推进性的研究成果以及对此作

相关评述;对于后一个问题,因它是《行政诉讼法》(2014)之后产生的新问题,故本文对该问题

既有研究成果也进行整理与评述。

1.违反法定程序

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学理研究,近十年的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违反法定程序”中“法”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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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第6项规

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释义》,中

国城市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条第2款第10项规定,“对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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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划定上。在《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一文中,我整理了当时行政法学界关于“法定程

序”中“法”范围的研究成果,并归纳为“法律、法规规定说”“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说”“法律、法
规、规章和宪法规定以及行政规定补充说”和“重要程序说”等四种学说。近十年,这四种学说

未有实质性推进。但值得关注的是,于立深通过对348个行政程序“典型案例”的分析,补强了

其中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宪法规定以及行政规定补充说”。〔10〕其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证成了

“违反法定程序”中“法”范围的划定,“法律、法规、规章和宪法规定以及行政规定补充说”已经

成为一种通说。另外,就正当程序原则而言,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规定或者规定的行政程序

简陋、不完备时,行政机关还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原则。〔11〕自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

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以来,这个观点可以说也已经成为一种通说了。
《行政诉讼法》(2014)实施之后,“法律、法规、规章和宪法规定以及行政规定补充说”也得

到了最高院的支持。“对于‘法定程序’中的‘法’,不能限于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所规定的行政程序,也属于‘法定程序’。”〔12〕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这里,最高院并没有提到

宪法是不是“法定程序”中的“法”,这个态度可能与它在“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

文件”中的相关规定有关。〔13〕在没有制定法(包括规范性文件)规定行政程序的行政案件中,
法院可以引入正当程序原则作为司法审查的“法规范基础”,这在《行政诉讼法》(2014)实施之

后仍为行政法学界的高度共识。尽管国家立法机关在《行政诉讼法》修改过程中认为正当程序

是一个学理概念,司法裁量空间过大,对行政机关要求过高,鉴于程序观念本身在逐步树立的

过程中,立法不宜步子太大,应循序渐进,故在《行政诉讼法》(2014)中没有作出规定。〔14〕但

2014年12月最高院以第38号指导案例再次公布“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
位证案”,可以看作是最高院对这一通说的进一步强化。

2.“程序轻微违法”和“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
《行政诉讼法》(2014)实施之后,因该法第74条第1款第2项引入了“程序轻微违法”和

“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两个概念,且最高法院《行诉解释》第96条又对“程序轻微违法”
作出了司法解释,故引发了行政法学界围绕“程序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等
相关概念的理解与适用的讨论。相关学术观点整理如下:

第一,“程序轻微违法”。《行政诉讼法》(2014)实施之后,围绕该法第74条第1款第2项

规定的解释,一个可以代表最高院立场的观点是:“轻微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行政机关的行政行

为虽然违反了法律、法规或者规章中的法定程序,但这种程序并不是作出行政行为时主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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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参见于立深:“违反行政程序司法审查中的争点问题”,《中国法学》2010年第5期,第92页。
参见江必新,见前注〔4〕,第494页。
参见江必新,见前注〔4〕,第469-470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法释[2009]14号)第1条

规定:“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应当依法引用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作为裁判依据。”对其中“作为裁判依

据”的“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中是否包括“宪法”未作界定,且整个文件中都未出现“宪法”。这种状况

可以推断是最高院的一种默示性否定。
信春鹰,见前注〔5〕,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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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关键程序,也不会对相对人实体权益造成影响,只是造成了行政行为在程序上的某种缺

陷。”〔15〕该观点认为,是否属于“程序轻微违法”,应由两个要件决定:一是所违反的程序不是

“主要程序或者是关键程序”;二是违反程序的行政行为不会对相对人实体权益造成影响。这

个观点是有新意的,但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一是何谓“主要程序或”关键程序”? 若不能界定

这两个概念,“程序轻微违法”仍然不知所云。二是以违反程序的结果来界定“程序轻微违法”
是否符合该法第74条第1款第2项规定值得商榷,因为从该第74条第1款第2项规范逻辑

看,“程序轻微违法”和“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是法院适用确认违法判决的两个必备要

件,最高院《行诉解释》第96条用后一要件(“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来界定前一要件

(“程序轻微违法”),实际上是将两个要件压缩为一个要件,可能与该条的立法要旨不合。王

汀在整理法院相关判例的基础上,列出了“程序轻微违法”的八种情形,即超过法定期限、文书

记载错误、行政程序颠倒、未履行公告程序、未履行告知义务、未正确告知处罚事实、落款日期

错误和未严格审查当事人的申请材料。〔16〕焦明君、鲁昌松在整理判例中也发现,“程序轻微

违法”主要是超过法定期限、未履行告知义务、送达错误、未按照要求公示或者听证、违反程序

顺序规定等类型,其中前三种类型的程序违法占比77%。〔17〕高宏亮用同样的方法,发现了

“程序轻微违法”主要是指超过法定期限、步骤缺失、记载错误、审查疏漏和送达错误。同时,他
还将“程序轻微违法”在相关概念中作了定位。〔18〕陈振宇在考察了自2015年以来的497个

判例之后发现,“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是:①超期作出行政行为;②步骤缺失,但不影响决定的

有效性;③相关文书留置送达错误,但利害关系人已经知晓该文书;④依申请的行政行为,缺少

提出过申请的材料。同时,他对最高院《行诉解释》中提出的“重要程序性权利”和“不产生实质

损害”两个“程序轻微违法”的识别标准也进行了较为深入地论述。〔19〕

上述研究在方法论上都是基于判例整理列出“程序轻微违法”的若干情形,比较客观地描

述了当下司法实践的状况,不足之处则是没有在学理上进一步作类型化提炼、处理,进而未能

给出一个抽象化的判断标准,限制了其结论的适用范围。但是,这种通过整理研究判例得出的

相关结论,也为今后的拓展性研究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实证基础。
第二,“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这是一个源于最高院《若干解释》中的法律概念,它

是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属于受案范围的标准之一。国家立法机关在作微调之后,把它在《行政诉

讼法》(2014)中规定为法院作出确认违法判决的要件之一。〔20〕“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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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20〕

江必新,见前注〔4〕,第472页。
参见王玎:“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标准”,《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184-185页。
参见焦明君、鲁昌松:“微瑕的程序正义———行政程序轻微违法司法审查标准之构建”,载贺荣主

编:《深化司法改革与行政审判实践研究》(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581页。
参见高宏亮:“审慎治愈:行政程序轻微违法的司法审查与矫正”,载贺荣主编:《深化司法改革与行

政审判实践研究》(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4页。
参见陈振宇:“行政程序轻微违法的识别与裁判”,《法律适用》2018年第11期,第30-33页。
《行政诉讼法》(2014)第70条第2款第1项规定:“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

实际影响。”最高院《行诉解释》(2018)第1条第2款第10项保留了最高院《若干解释》(1999)第1条第2款第

6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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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究竟如何认定,焦明君、鲁昌松认为,这里涉及到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他们发现在实务

中,“几乎没有当事人能够举证其实际权利受到的具体影响”。〔21〕在最高院《行诉解释》的法律

框架下,陈振宇认为:“判断程序违法是否对重要程序性权利造成实质损害,当以设定相关程序

性权利的目的能否实现作为标准。”〔22〕他提出的“程序目的论”判断标准偏重于对当事人程序

权利的保护,但可能对维护与实施“提升效率,促进行政机关快速处理行政事务,稳定社会秩

序”方面的法规范不利,毕竟《行政诉讼法》还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目的。

二、最高院在判例中表达了什么观点

在法律规范分析与学术史梳理之后,本文接下来要分析最高院在其判例中表达了什么观

点。需要说明一点,在判例选取范围上,与《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不同的是,本文不限

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还包括最高院的“指导案例”和最高院行政审判庭《中国行政审判案

例》的判例。〔23〕之所以作这样的调整,是基于下列两点理由:第一,2009年之后,最高院发布

判例从原来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扩大到了“指导案例”等多种方式,拓宽同一主体判例研究

样本的范围,有助于提升研究结论的准确度;其二,最高院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公布判例,都代表

了其法律观点,且因法院审级制度的功能,事实上都可能会影响到下级法院审理类似案件的裁

判结论,即所谓“事实上的拘束效力”。就基于上述范围而作的整理情况看,这十年中最高院发

布的涉及本文论题的指导案例有2个,其中指导案例第38号是发布在1999年第4期《最高人

民法院公报》上的公报案例,2014年最高法院以指导案例方式再次发布,在性质上它已经成为

指导案例。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发布的判例有6个,其中4个发布在《行政诉讼法》
(2014)实施之后。在《中国行政审判案例》上发布的判例有9个,它们都在《行政诉讼法》
(2014)实施之前。总体而言,在这十年中,最高院发布的判例中涉及本文论题的并不多,但这

17个判例样本基本上可以代表最高院对本文论题的基本态度。
在最高院公布的17个判例中,以《行政诉讼法》(2014)实施为时间节点,之前有13个,之

后有4个。在之前的13个判例中,法院适用违反法定程序“一元标准”,其程序违法情形是,未
事先举行听证的2个,未事先告知陈述权、申辩权的2个,未尽程序通知义务的2个,未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的2个,另外5个分别是行政决定形式违法、违反正当程序、程序瑕疵和超期限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在《行政诉讼法》(2014)实施之后的4个判例中,有违反“正当程序原则”情
形的1个,未事先举行听证的1个,未事先告知陈述权、申辩权的1个,非合议组成员在被诉行

政决定书上署名的1个。《行政诉讼法》(2014)实施之前的13个判例,除“违反正当程序”之
外,在认定违法标准上都选择了“违反法定程序”,其中1个判例将不属于违反强制性规定程序

的“程序瑕疵”划出了“违反法定程序”。《行政诉讼法》(2014)实施之后的4个判例,除涉及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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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焦明君等,见前注〔17〕,第1584页。
陈振宇,见前注〔19〕,第32页。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在2010年到2013年出版了《中国行政审判案例》(1-4卷),共发布160

个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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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行政行为违反正当程序原则外,也都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判例,其中有1个判例还被法院

认定为“构成对法定程序的重大且明显违反”。以下对最高院发布的17个相关判例作整理与

分析。
(一)未事先举行听证

判例1.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法院

认为:
金堂工商局没收黄泽富等三人32台电脑主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属没收较大数额的

财产,对黄泽富等三人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金堂工商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告

知被处罚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本案中,金堂工商局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只按照行政处罚

一般程序告知黄泽富等三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而没有告知听证权利,违反了法定程序,
依法应予撤销。〔24〕

判决结果:撤销并责令重作。
判例2.邱正吉等不服厦门市规划局规划行政许可案。法院认为:

三原告作为与“泰和花园N1栋”商品房的规划调整存在重大利益的关系人,大洋公

司作为行政许可申请人,依法享有听证的权利。被告未依法举行听证,即作出本案被诉的

《批复》,在程序上存在错误。另,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批复》中提及的“已向购房业主告知

且无异议”的事实,被告该事实的认定系证据不足。综上,被告作出的《批复》程序违法,且
部分事实的认定证据不足。〔25〕

判决结果:撤销并责令重作。
判例3.寿光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诉寿光市人民政府、潍坊市人民政府解除政府特许

经营协议案。法院认为:
寿光市政府对供气行业依法实施特许经营,决定收回上诉人燃气经营区域授权,应当

告知上诉人享有听证的权利,听取上诉人的陈述和申辩。上诉人要求举行听证的,寿光市

政府应当组织听证。而寿光市政府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相应义务,其取消特许经

营权的行为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属于程序违法。原审法院判决认为寿光市政府的行为

系“非燃气经营许可的收回,故可以不进行听证”理由不当,应予纠正。〔26〕

判决结果:确认违法但不撤销。
判例1对《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中“等”作出了“等外等”解释,进而将“没收较大数

额的财产”纳入行政处罚的听证范围。在判例2中,厦门市规划局在调整规划之前,未依照《行
政许可法》第46条、第47条的规定,听取邱正吉等利害关系人的意见,被法院认定为违反法定

程序。在判例3中,收回上诉人燃气经营区域授权属于“行政许可决定”,应当适用《行政许可

法》第47条的规定,事先听取寿光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的意见,但寿光市人民政府、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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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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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6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3卷)第105号案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

年版,第122-127页。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8年第9期,第4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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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未听取意见即收回燃气经营区域授权,构成违反法定程序。
(二)未事先告知陈述权、申辩权

判例1.昆明威恒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昆明市规划局、第三人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东

华街道办事处行政处罚纠纷案。法院认为:
被上诉人昆明市规划局作出昆规法罚(2006)0063号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没有告知第

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依法享

有的权利,一审判决认定程序违法,并无不当。〔27〕

判决结果:确认违法(被告自己撤销处罚决定,但原告不撤诉)。
判例2.射阳县红旗文工团诉射阳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程序不正当注销文化行政许可

纠纷案。法院认为:
被上诉人射阳广电出版局于2013年5月13日作出“射文广新注告字[2013]1号行

政许可注销公告”,对被上诉人依法取得的“射民演01号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予以注销,之
前未告知被上诉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权,之后又未向被上诉人送达该注销决定,程序严

重违法,故原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上诉人射阳广电出版局于2013年5月13日作出的“射
文广新注告字[2013]1号行政许可注销公告”并无不当。上诉人射阳广电出版局的主要

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8〕

判决结果:撤销。
在判例1中,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东华街道办事处未能享受到《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

的陈述、申辩等程序性权利,昆明市规划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事实与法律都

一目了然。在判例2中,从《行政许可法》第7条规定看,“实施行政许可”不能解释为仅限于行

政许可决定的作出,还应当包括行政许可的撤销、撤回、变更、注销等决定。法院显然采纳了这

一解释。若行政机关机械、刻板地理解此法条,很可能会犯与判例2相同的错误。
(三)未尽程序通知义务

判例1.彭淑华诉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工伤行政复议案。法院认为:

行政复议原则上采用书面审查办法,在书面审查办法不足以保护行政相对人(包括处

于被管理地位的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时,应当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行政复议法规

定,同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

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拟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将对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利影

响时,应当通知利害关系人参加行政复议,行使复议权利。行政复议机关未尽通知义务,
属程序违法。〔29〕

判决结果:撤销并责令重作。
判例2.施桂英诉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措施案。法院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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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433-436页。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8年第8期,第47-48页。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1卷)第20号案例,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年版,第99-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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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明区政府在强制拆迁时没有通知被拆迁人即上诉人施桂英及其家人强制拆迁日

期,且上诉人思明区政府将搬迁的财物运送至安置房后,领取被搬迁财物的书面通知未实

际送达被执行人,程序违法。〔30〕

判决结果:确认违法(事实行为)。
上述两个判例都涉及行政机关未尽程序通知义务而引起的行政争议。《行政复议法》第

10条第3款仅规定“同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但未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有“通知”义务。在2005年最

高院公布的“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决定案”中,法院基于正当程序的要

求,认定徐州市人民政府没有采取适当的方式正式通知当事人参加行政复议,进而未听取当事

人的意见,构成严重违反法定程序。〔31〕或许因最高院在“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

行政复议决定案”中表达的裁判要旨,2007年国务院《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增加了行政

复议机关这一“通知”义务。〔32〕对判例1,我们可以看作是在“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

登记行政复议决定案”之后最高院又重申了行政复议机关必须履行行政复议的程序通知义务。
在判例2中,施桂英有服从强制拆迁的义务,但她也有知道强制拆迁具体执行日期和时间的权

利,以便及时收拾房屋内的合法财物,对此,思明区政府有依法通知的程序性义务。在将房屋

内的财物运送至安置房之后,思明区政府有义务通知施桂英领取被搬迁财物,但思明区政府也

未履行该通知义务。因此,该强制拆迁行为被法院确认违法。
(四)未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判例1.临清市鲁信面粉有限公司诉山东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案。法院认为:
本案中,被告在无法邮寄送达和直接送达的情况下,并未按照上述民事诉讼法关于送

达的规定,进行留置送达或公告送达,应认定被告未依法送达行政复议有关文书,致使被

告在未听取直接利害关系人鲁信公司意见的情况下即作出对其有重大不利的行政复议决

定,违背程序正当原则,构成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33〕

判决结果:撤销。
判例2.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源艺装饰广告部诉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案。法院认为:
邮寄送达是法定的送达方式之一,顺庆区安监局选择邮寄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并无

不当,但该行政处罚告知书却被邮政局以原址查无此人和原写地址不详为由退回了顺庆

区安监局,源艺广告部并没有收到行政处罚告知书,也不存在拒收的行为,该邮寄被退回

的行为不能视为已送达,因此,也就不能视为顺庆区安监局在作出处罚决定前依照《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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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2卷)第72号案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年版,第197-203页。

《最高人民法公报》(2005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379页。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9条第1款规定:“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构认为申请人以外的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被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4卷)第145号案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年版,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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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法》第31条的规定切实履行了告知义务。根据《行政处罚法》第41条的规定,顺庆区

安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34〕

判决结果:确认顺庆区安监局作出的16号行政处罚决定无效。
因法律文书的送达事关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及时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故法律、法规

通常规定多种法定送达方式,以确保行政机关可以选择其中最恰当的送达方式,将法律文书送

达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在判例1中,山东省人民政府在无法邮寄、直接送达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采用公告送达方式将相关行政复议文书送达鲁信公司,但它并没有采用这种送达方

式履行法律文书的送达义务。在判例2中,当行政处罚告知书被邮政局以原址查无此人和原

写地址不详为由退回后,顺庆区安监局应该采用其它送达方式,继续履行送达法律文书的义

务,但顺庆区安监局却放弃了这种努力。在前述射阳县红旗文工团诉射阳县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程序不正当注销文化行政许可纠纷案中,射阳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也没有向被上诉人

送达该注销决定。对上述情形,法院认定属于违反法定程序是妥当的。唯需要指明的是:①在

判例1中,法院认定“违背程序正当原则”欠妥,理由是在有法定送达方式的情形下,即使不引

入正当程序原则,其裁判理由也可以支持其裁判结论;②在判例2中,之所以法院判决确认顺

庆区安监局作出的16号行政处罚决定无效,其裁判思路或许是因未送达导致行政机关处罚决

定不成立,从而构成行政处罚决定无效。
(五)违反“正当程序原则”
判例1.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法院认为:

退学处理决定涉及原告的受教育权利,为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从正当程序原则出

发,被告应将此决定向当事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而被告既未依此原

则处理,也未实际给原告办理注销学籍、迁移户籍、档案等手续。〔35〕

判决结果:撤销。
判例2.定安城东建筑装修工程公司与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政府、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定安

支行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撤销土地证案。法院认为:
但县政府在作出被诉112号通知之前,未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意见,事后通知城

东公司和定安支行举行听证,违反“先听取意见后作决定”的基本程序规则。国务院国发

[2004]10号《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要“程序正

当”,“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注意听取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

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县政府作出112号通知前,未听取当事人意见,违反正当程

序原则,本应依法撤销,但考虑到县政府办公楼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撤销112号通知中

有偿收回涉案土地使用权决定已无实际意义,且可能会损害公共利益。依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规定,应当依法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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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见前注〔30〕,第204-208页。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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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36〕

判决结果:确认违法(撤销无实际意义,且可能会损害公共利益)。
判例3.陈刚诉句容市规划局、句容市城市管理局城建行政命令案。法院认为:

但两被告所作责令原告限期拆除所建亭棚的《限期拆除通知书》未适用具体法律条

款,未告知原告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违反行政正当程序的要求,故两被告所作具体行政

行为程序违法,应予撤销。鉴于两被告已于2010年7月20日自行撤销该《限期拆除通知

书》,本案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现原告要求撤销两被告所作《限期拆除通知书》已无必

要,故对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7条第2款第(2)项之规定,判决确认被告句容市规划

局、句容市城市管理局于2010年7月4日作出《限期拆除通知书》的行为违法 〔37〕

判决结果:确认违法(被告自己撤销《限期拆除通知书》,故不具有可撤销内容)。
判例4.赵博诉平邑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复议案。法院认为:

上诉人平邑县人民政府作出撤销平政土清补字(2004)327号文号中关于赵博补办用

地手续批复的决定,对被上诉人赵博造成不利影响,其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遵循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应当听取行政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即应受正当程序的控制。上诉

人平邑县人民政府只是根据上诉人吴加存等人的反映,审查了当时作出平政土清补字

(2004)327号文所依据的材料,并结合调查的情况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并没有告知被

上诉人,说明撤销的根据和理由,听取被上诉人的陈述和申辩,因此,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

为违背公开、公平、公正的正当程序原则,不具有合法性,一审予以撤销并无不当。〔38〕

判决结果:撤销。
当“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出现在“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决定案”中

时,正如何海波所言:“这一曾经被中国学者企盼的语言,这一法官们曾经敢想而不敢写的语

言,终于落到了判决书上。……它象征着法官正当程序意识和运用正当程序原则信心的增强,
也折射出正当程序理念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已经取得初步却比较广泛的共识。”〔39〕判例1是

最高院发布的指导案例,曾经公布于1999年第4期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之上。虽然在裁判

理由中未出现“正当程序”的字眼,但行政法学界不少学者认为该案的裁判理由中有正当程序

的“法律精神”。2014年最高院将其作为指导案例公布,其意旨可以解读为提升“正当程序原

则”在司法审查中的地位,因为在遇到与指导案例“类似案件”时,法院就负有了“应当参照”的
义务。在这一点上,公报案例和行政审判庭案例都没有这个“参照效力”。国务院《全面推进依

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04]10号)作为国务院文件,并不具有与行政法规同样的法规范效

力。在判例2中,法院引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的“程序正当”来强化其裁判理由,
其支撑点从判例1的“正当程序原则”转到了国务院的规范性文件,这种裁判方式十分契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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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2期,第39-45页。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见前注〔25〕,第128-132页。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见前注〔25〕,第118-121页。
何海波:“司法判决中的正当程序原则”,《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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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官习惯于引用制定法的裁判逻辑。判例3将“未适用具体法律条款,未告知原告享有陈

述、申辩的权利”解释为“违反行政正当程序的要求”,判例4将“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应当听取行政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列为“正当程序”的内容,这些判例虽然没有多少新意,
但至少拓展了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领域。

(六)行政决定形式违法、程序瑕疵和超期限作出行政决定等其他违反法定程序情形

判例1.于栖楚诉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强制拆迁案。法院认为:
且责令限期拆迁和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的决定,应当经法定程序并以书面形式作

出,相关决定还应依法送达被拆迁人。本案贵阳市人民政府以分管副市长在相关申请报

告上签署意见,并以此取代应以书面形式作出的责令限期拆迁决定和责成有关部门强制

拆迁决定及相应的送达程序,亦不符合上述规定要求。〔40〕

判决结果:确认违法(事实行为)。
判例2.祝东勇诉辽宁省西丰县陶然乡人民政府婚姻行政登记案。法院认为:

虽然在被告乡政府登记结婚档案中未查出登记存根,亦无充足证据证实双方当事人

共同到场办理婚姻登记。但从原告祝东勇与第三人袁凤英的婚姻状况实体要件看,没有

违反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被告乡政府在婚姻登记程序上存在瑕疵,虽然影响对婚姻状

况判断,但不足以推翻既已领取结婚证而产生的法律效力。〔41〕

判决结果:驳回诉讼请求。
判例3.潘龙泉诉新沂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案。法院认为:

上诉人潘龙泉等人打麻将行为发生于1997年8月26日,被上诉人新沂市公安局于

同日对其他两名参加打麻将人员作出治安处罚,在无违反治安管理人逃跑等客观原因的

情况下,再于2007年1月31日对上诉人潘龙泉作出被诉的治安处罚决定,既不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9条……的规定,也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的立法精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新公(治)决字(2007)第N23号公安行政处罚决

定违反了法定程序,亦属滥用职权,依法应予撤销。〔42〕

判决结果:撤销。
判例4.西峡龙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与榆林市知识产权局、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

工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案。法院认为:
合议组成员艾龙在已经被明确变更为冯学良的情况下,却又在被诉行政决定书上署

名,实质上等于“审理者未裁决、裁决者未审理”。此等情形悖离依法行政的宗旨,减损社

会公众对行政执法主体的信任。本案历经中、高级法院的审理仍难以案结事了,主要原因

亦在于此。对于上述重大的、基本的程序事项,榆林局并未给予应有的、足够的审慎和注

意,其在该问题上的错误本身即构成对法定程序的重大且明显违反,显然不属于榆林局所

称“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无需撤销行政行为”之情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合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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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10期,第33-35页。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见前注〔25〕,第148-150页。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见前注〔33〕,第125-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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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艾龙变更为冯学良后又在被诉行政决定书上署名,已经构成对法定程序的严重违反,
不受行政相对人主观认知的影响,也不因行政相对人不持异议而改变。〔43〕

判决结果:撤销并责令重作。
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原则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行政行为。在

判例1中,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违反此原则作出责令限期拆迁决定,被法院认定为违反法

定程序。婚姻登记时须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场,此为颁发结婚姻证的程序要件。在双方当事人

未亲自到场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为其颁发结婚证,构成违反法定程序。对于这样的情形,在判例

2中,法院认为“虽然影响对婚姻状况判断,但不足以推翻既已领取结婚证而产生的法律效

力”,故作出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在判例3中,法院把新沂市公安局在事发十年之后再对潘龙

泉作出治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为构成违反法定程序,又加上“滥用职权”的理由判决撤销。显

然,法院并不认同这仅仅是“超期限”的程序违法,而是已经构成了背离行政处罚立法目的的

“滥用职权”。〔44〕应该说,此判断是十分精当的。在判例4中,法院认为“审理者未裁决、裁决

者未审理”构成对法定程序的重大且明显违反,这一判断是没有问题的,但法院未依《行政诉讼

法》第75条规定判决确认无效,而是作撤销并责令重作判决,此结论值得商榷。

三、初步的分析与结论

(一)行政程序分类与违法认定

《行政诉讼法》(1989)确立了判断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的“一元标准”,即只要被诉行政行为

违反法定程序,法院就可以判决撤销或者确认违法。但是,这个判断行政程序违法的“一元标

准”在后来的司法实践中逐渐演化为“二元标准”,即通过判例将“违反法定程序”中的“行政程

序”区分为主要程序和次要程序。若属前者,法院可以判决撤销或者确认违法;若属后者,法院

则可以作出维持判决或者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为了回应司法实践,《行政诉讼法》(2014)从“违
反法定程序”中划出了“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情形,适用

确认违法判决。由此可见,第一,无论是立法机关还是法院,都已经意识到了仅仅以“违反法定

程序”一元标准来审理行政案件,有可能损伤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既难以有效地保护行政相

对人的合法权益,又不能确保行政应有的效率。第二,在如何界定“违反法定程序”“程序轻微

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等问题上,立法机关并未进一步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在

“法制定—法裁判”的法律框架中授权法院在个案中判定。同时,我们也可以推测,立法机关可

能并不赞同最高院通过判例发展出的分类,即主要程序和次要程序,故没有采纳。但是,在《行
政诉讼法》(2014)确定的“二元标准”下,从上述17个判例的情况看,“违反法定程序”“程序轻

微违法”这样的分类是否妥当,也并非没有商榷余地。
涉及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的行政案件,法院如何作出妥当的裁判,与行政程序的科学分

类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联。然而对行政程序的分类并非易事,这是因为:首先,行政程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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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8年第5期,第2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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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实体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并非已有定于一尊的结论;其次,行政程序本身的独立价值对

法治而言究竟有何意义,在当下并没有达成共识;再次,更为现实的是,行政程序对于保护行政

相对人实体合法权益的功能,究竟如何认识,与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行政效率之间如何协

调,一直未有妥当的策略可供选择。但无论如何,行政程序分类理论对于《行政诉讼法》(2014)
确定的“二元标准”的正确适用无疑是一个基础性法理前提。

本文认为,从法理上行政程序可以有如下三种分类标准。①以区分行政程序所规范的行

政行为内容为标准,可以分为干预行政行为程序和给付行政行为程序。干预行政行为在内容

上主要是限制或者剥夺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给付行政行为则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授益,主
要是金钱给付等。因此,在规范干预行政行为的程序上,行政机关的程序裁量空间相对较小,
且通常由法律、法规保留,如行政处罚程序、行政强制程序等;而规范给付行政行为的程序则与

之相反,且有关给付行政程序的法规范层级通常比较低,行政规范性文件所占据的比例较高,
行政机关程序裁量权也比较大,甚至有只问行政机关钱物是否已给付,而不太关注如何给付的

“程序结果主义”取向,进一步淡化了行政程序在给付行政中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行政程序分

类框架之下,相同情形的程序违法,如行政机关超过法定期限5天之后作出的行政行为,对干

预行政行为来说可能构成“违反法定程序”,而对于给付行政来说则可能被认定为是“程序轻微

违法”。②以区分行政程序的保护对象为标准,可以分为保护行政相对人(权利)的行政程序和

维护行政机关(效率)的行政程序。“行政程序由于环节众多,有的程序是为了保障当事人合法

权益,有的程序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有的程序是为了规范行政管理流程等,其设立目的并不

相同。”〔45〕所以,在认定行政程序违法时,区分行政程序保护对象意义重大,毕竟《行政诉讼

法》以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为首要目的,其次才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在这样的立法目的引领之下,行政程序保护对象不同,将直接影响程序违法的认定。如听证通

知的送达是为了确保行政相对人充分行使陈述权、申辩权,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是为了使

其产生法律效力,维护行政秩序。所以,若两者都是超期限送达,未必能作出同一性质的行政

程序违法认定。③以区分行政程序的价值不同为标准,可以分为有独立价值的行政程序和有

工具价值的行政程序。在这样的程序分类框架下,行政行为违反有独立价值行政程序的,宜认

定“违反法定程序”,不可补正,如听证程序;行政行为违反有工具价值行政程序的,宜认定为

“程序轻微违法”,可以补正,如行政相对人未先行申请,行政机关就给予补助金的发放,若引起

争议,令行政相对人补交申请即可。〔46〕

在《行政诉讼法》修改过程中,立法机关没有正面否定之前最高院判例中形成的“主要程序

与次要程序”这一分类标准。《行政诉讼法》(2014)实施的4年中,最高法院发布了4个判例仍

然采用2009年之前判例形成的判断标准。本文认为,在《行政诉讼法》(2014)确立的判断违反

法定程序“二元标准”下,若法院要继续适用2009年之前判例形成的判断标准,那么在结合个

案中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再考虑上述行政程序分类的三个标准,获得的裁判结论或许更为妥

当,也更有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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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凤云:《新行政诉讼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461页。
参见《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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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序违法的判决方式

被诉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当适用何种判决方式,从最高院公布的17个判例看,撤销被

诉行政行为并责令重新作出的4个,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5个,确认违法的6个,确认无效的

1个,驳回诉讼请求的1个。判例显示,对于被诉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法院可依不同情

形分别作出撤销判决(包括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确认(违法或者无效)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

判决。

1.撤销判决(包括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
在《行政诉讼法》(1989)之下,最高院判例显示,对于被诉行政行为违反主要法定程序的,

撤销判决是法院经常采用的判决方式;对于被诉行政行为违反次要法定程序的,法院只能选择

维持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直到最高院《若干解释》(1999)之后才开始适用。从2009年之后

最高院公布的17个判例可以看到,对于被诉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有9个判例适用了撤

销判决,足见撤销判决仍然是法院首选的判决方式。《行政诉讼法》(2014)之后,这个现象也没

有发生多大变化。需要指出的是,在法院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并责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情况

下,行政机关必须受到《行政诉讼法》(2014)第71条的限制,〔47〕但最高院《行诉解释》(2018)
第90条第2款却把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

为毫无例外地排除在《行政诉讼法》(2014)第71条的限制适用之外,这样的规定可能难以有效

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如在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四川省成

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中,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履行听证程序之后,仍然可以

作出没收黄泽富等三人32台电脑主机的行政处罚决定。这对于黄泽富等人来说,除了客观上

通过提起行政诉讼协助法院纠正行政机关程序违法之外,其提起行政诉讼的主观愿望基本落

空。西峡龙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与榆林市知识产权局、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

公司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案也属于这种情况。因此,本文认为,应当引入上述行政程序三种

分类理论,违反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且又具有独立程序价值法定程序的干预行政行为,法
院撤销之后行政机关不得再重新作出,以此固化“具有独立程序价值法定程序”的法治理念。

在《行政诉讼法》(2014)之下,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适用撤销判决时,需要处理好第

70条第3项与第74条第1款第2项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于这个问题,虽然本文在“法律规范

分析”部分已有论述,但因涉及撤销判决的适用问题,在这里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行政诉讼

法》(2014)第74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试图将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从该法第70条

第3项中划出来,并排除撤销判决的适用,由此,问题也转移到如何界定“程序轻微违法”之上。
最高院《行诉解释》(2018)第9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
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
序轻微违法’:①处理期限轻微违法;②通知、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③其他程序轻微违法的情

形。”相对于《行政诉讼法》(2014)第74条第1款第2项,这里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

注:第一,在“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中,将“原告权利”限缩解释为“重要程序性权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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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将“实际影响”改为“实质损害”;第二,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确定为判定“程序

轻微违法”的要件,改变了《行政诉讼法》(2014)第74条第1款第2项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

际影响”作为确认违法判决的要件之一的立法安排;第三,以“处理期限”+“通知、送达”+“其
他”方式,限定了认定“程序轻微违法”范围。对此,本文认为,最高院《行诉解释》对《行政诉讼

法》(2014)第74条第1款第2项的解释至少存在如下几个问题:其一,将“原告权利”解释为

“重要程序性权利”,限缩了确认违法判决的适用范围,切断了程序违法与实体权利受损害之间

存在的关联;其二,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这一确认违法判决要件转变为判定“程序

轻微违法”的要件,限缩了“程序轻微违法”的适用范围。对于本条存在的问题,也有学者认为:
“适用本项的前提条件有两个,即程序轻微违法与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如果行政程序

并非轻微违法,即使对原告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也不构成程序瑕疵,而是违反法定程

序。”〔48〕由于确认违法判决对于撤销判决而言具有补充性,所以上述“限缩”意味着扩大撤销

判决适用范围,进而在两种判决适用标准上产生某种任意性。因此,对《行政诉讼法》(2014)第

74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解释,应当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与“程序轻微违法”并列

作为适用确认违法判决的要件,然后再在这一法律框架下对相关不确定法律概念作出解释。
对此,有学者曾提出过不同的主张,认为“‘轻微违法’无法获得一个具体的标准这一事实证明,
在多数情况下,‘轻微违法’标准仅为‘是否对原告权利产生了实际影响’标准的表象条件,程序

违法的行政行为是否应被撤销,法院主要还是考虑‘是否对原告权利产生了实际影响’这一实

质标准”。〔49〕尽管从保护原告合法权益角度看,这个观点是有意义的,但依“行政行为程序轻

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所作的确认违法判决,具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

意义。所以,我并不赞同该学者的观点。

2.确认违法判决

在最高院公布的17个判例中,确认判决有7个,其中6个为确认违法判决,1个为确认无

效判决。相对于撤销判决而言,它的补充性功能突出。在6个确认违法的判例中,只有1个直

接以程序违法为由确认违法的判例,即寿光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诉寿光市人民政府、潍坊

市人民政府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案。昆明威恒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昆明市规划局、第三

人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东华街道办事处行政处罚纠纷案是因为被告自行撤销被诉行政行

为,但原告不撤诉,故属于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确认违法判决。于栖楚诉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强制拆迁案、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源艺装饰广告部诉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案因被诉行政行为是事实行为,故适用确认违法判决。定安城东建

筑装修工程公司与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政府、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定安支行收回国有土地使用

权及撤销土地证案适用确认违法判决的理由是因撤销被诉行政行为无实际意义,且可能会损

害公共利益。陈刚诉句容市规划局、句容市城市管理局城建行政命令案因被诉行政行为不具

有可撤销内容而适用确认违法判决。综上,我们可以发现,首先,仅仅因程序违法而被确认违

法的判例所占比例很小。这与《行政诉讼法》(1989)和最高院《若干解释》(1999)的规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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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因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可以判决确认违法的情形是《行政诉讼法》(2014)新增加的确

认违法情形。第二,由此,在上述6个确认违法判决中,适用确认违法判决大多并不取决于被

诉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而是被诉行政行为本身的性质等因素,如事实行为、内容不具有

可撤销性等。也就是说,这6个判例因程序违法本应该判决撤销,只是因为其他法定原因等才

改为判决确认违法。
在《行政诉讼法》(2014)之下,继续适用上述最高院判例确立的确认违法判决的情形并没

有多大的障碍。我们知道,确认违法判决只否定了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它的法效力仍然

存在,行政相对人必须服从它的法效力———履行义务或者忍受权利的损害。相对于撤销判决

和确认无效判决来说,确认违法判决对行政相对人来说其实并无利益增加,充其量可以作为申

请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但能否获得行政赔偿又取决于法律的规定。因此,从充分保护行政相

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确认违法判决的适用条件应当从严解释,且应当充分体现其对于撤销判

决的补充地位。正如一位法官指出的那样:“程序轻微违法案件样本的上诉率髙达38.7%。上

诉人普遍提出,一审裁判对其实际权利影响认定不清。在对行政相对人的调査显示,受访者普

遍表示法院未进行实际调査,亦无客观评定标准,裁判文书未阐明如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影

响。判令行政程序轻微违法但不撤销,并没有使相对人获得任何形式补偿,行政机关虽败犹

胜。”〔50〕所以,本文认为,法院在适用确认违法判决时,宜兼顾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法院对被

诉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若作出确认违法判决,应当考虑被诉行政行为与原告权利之间是否

存在没有实际影响的情形。也就是说,凡是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且损害原告合法权利的,
原则上都应当适用撤销判决,即使是程序轻微违法也是如此。第二,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
《行政诉讼法》(2014)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

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法院作出确认

违法判决同时还可以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那么,什么是补救措施呢? 一种权威的解释

是:“补救措施包括使违法行政行为不失去效力的措施,以及消除争议、缓解矛盾的补救措

施。”〔51〕最高院也持相同的意见。〔52〕关于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的适用,本文认为应进一步

明确如下几个问题。①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并非当然是确认违法判决的一部分内容,是否

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由法院视个案情况确定。②补救措施的目的是“解决行政争议”。如

行政机关公开的政府信息因涉及个人隐私,在被确认程序违法之后,法院可以同时责令被告

“删除”该政府信息。由此,该行政争议可以彻底解决。③补救措施若能确定,法院可以在裁判

中加以明确,若无法确定,也可以由行政机关裁量。如在日本行政法上,“瑕疵轻微,或者即使

予以撤销,其结果将是行政厅重复作出同一处分,均属这种情况。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了行政

实体法上的对应措施。如瑕疵的治愈、违法行为的转换制度,就属于这种对应措施”。〔53〕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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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焦明君等,见前注〔17〕,第1583页。
信春鹰,见前注〔5〕,第188页。
“补救措施是指行政机关采取一些使被诉行政行为不失去效力的措施以及缓解、消除行政机关对

相对人负面影响的措施,这些补救措施应当在行政机关的权限或者职责范围以内。”见江必新,前注〔4〕,第

469-470页。
(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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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无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54〕“瑕疵治愈”“违法行为转换”和“行政行为补正”等处于“无法

可依”状态,故行政机关是否可以裁量选择,不无争议。不过,一种权威观点认为:“程序轻微违

法主要是指行政程序可以补正的一些情形,不影响实体决定的正确性,如告知送达不规范、超
过法定期限作出决定。”〔55〕可见,适当认可部分“法外”补救措施,与行政诉讼立法要旨不悖。
第三,情况判决。《行政诉讼法》(2014)第74条第1款第1项规定,“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
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

为,此在学理上称之为“情况判决”。在最高院公布的17个判例中,均未涉及情况判决。然而,
违反法定程序作为撤销判决情形之一,必然会带出 “违反法定程序”与该款第2项的“程序轻

微违法”之间如何区分的问题。细细品味它们之间在法规范上的关联之后可以看到,在“法制

定-法裁判”这个制度框架中,立法机关授予了法院相当大的裁量空间。正如有学者所言:
“‘情况判决’与‘轻微+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的竞合实际上扩大了法官审查行政

程序违法问题的裁量空间,更有利于对行政程序违法行为进行灵活审理。”〔56〕第四,证明责任

分配。“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作为确认违法判决的要件之一,涉及证明责任如何分配

的问题。程序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是否产生实际影响,是需要由原告举证加以证明,还是应由

法院依职权加以判断,事关确认违法判决的正确适用问题。若坚持“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原告

就负有证明责任。但如行政复议决定书超过法定期限两天送达这样的情形,对原告权利究竟

产生何种“实际影响”,能够通过原告举证确定吗? 所以,实务中原告可能往往只能提出一个

“主张”,并无证明加以支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院在裁判中能否有所作为呢? 一位法

官说:“在对行政相对人的调査显示,受访者普遍表示法院未进行实际调査,亦无客观评定标

准,裁判文书未阐明如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影响。”〔57〕对此,本文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在原告

初步举证的情况下,应当强化法院职权判断,尽可能收缩《行政诉讼法》(2014)第74条第1款

第2项的适用范围。

3.确认无效判决

在最高院公布的17个判例中,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源艺装饰广告部诉四川省南充市顺庆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案是唯一适用确认无效判决的判例。《行政诉讼法》
(2014)第75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

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此条确立了“重大且明显

违法”为判断被诉行政行为是否无效的标准。此案是在《行政诉讼法》(1989)之下法院作出的

一个判例,但该法并没有规定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标准。从此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法院认定行

政处罚决定无效的依据是《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顺庆区安监局邮寄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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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56〕

〔57〕

尽管如此,一些地方行政程序立法中已有“补正”的相关规定。如《湖南行政程序规定》第164条规

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执法行为应当予以补正或者更正:①未说明理由且事后补充说明理由,当事

人、利害关系人没有异议的;②文字表述错误或者计算错误的;③未载明决定作出日期的;④程序上存在其他

轻微瑕疵或者遗漏,未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利的。补正应当以书面决定的方式作出。”
信春鹰,见前注〔5〕,第197页。
王玎,见前注〔16〕,第191页。
焦明君等,见前注〔17〕,第1583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因原址查无此人和原写地址不详为由被退回,顺庆区源艺装饰广告部并未收到该行政处罚告

知书,故法院以顺庆区安监局未履行《行政处罚法》第31条的告知义务,依据该法第41条作出

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

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这个裁判的法律逻辑是成立的。这里不进一步讨论《行政处罚法》第

41条关于行政处罚决定不成立的规定是否妥当,在《行政诉讼法》(2014)第75条规定之下,将
《行政处罚法》第41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归入“重大且明显违法”,应该说并无多大的

法律障碍。但是,在西峡龙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与榆林市知识产权局、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

天元化工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案中,即使法院认定被诉行政行为“构成对法定程序

的重大且明显违反”也没有作出确认无效判决,这才是令人费解之处。由此可见,在《行政诉讼

法》(2014)第70条“违反法定程序”之下,法院需要把握好撤销判决与确认无效判决之间的边

界,并通过判例发展出一些适用标准,以减少两种判决方式选择上的任意性。

4.驳回诉讼请求判决

在最高院公布的17个判例中,祝东勇诉辽宁省西丰县陶然乡人民政府婚姻行政登记案是

法院唯一以“被告乡政府在婚姻登记程序上存在瑕疵,虽然影响对婚姻状况判断,但不足以推

翻既已领取结婚证而产生的法律效力”为由,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例。在最高院《若干

解释》第56条之下此案适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因有“其他应当适用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

形”之规定,在法律依据上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在《行政诉讼法》(2014)第69条之下,若再遇

到此案情形,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应该没有适用的合法空间了。另外,今后法院宜放弃在裁判中

使用“瑕疵”这一概念。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行政行为‘问题适法’,动辙被以‘瑕疵’评
介,不仅纵容了行政行为的随意性,模糊合法性审查标准的边界,而且更为值得警醒的是导致

‘法律工具主义’的抬头,最终影响司法权威”。〔58〕

(三)对程序违法司法审查的价值取向

在最高院公布的17个判例中,除了1个作了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之外,其它有9个作了撤

销(包括责令重新作出)判决,7个作了确认违法判决。在这16个判例中,原告都获得了法律

上胜诉的判决。不过,从裁判理由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判例所涉的行政程序,法院在裁判中

并没有区分被诉行政行为所违反的行政程序载有何种法律价值。也就是说,法院在这16个判

例中对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其价值取向是不清晰的。
这里所谓对行政程序违法作司法审查的“价值取向”,是指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时所涉程

序的法律价值(独立价值或者工具价值)与法院选择何种裁判方式之间的某种关联性倾向。本文

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法院除了发挥传统的定分止争、形成面向未来的裁判规则的功能外,还是担

负或者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等国家治理活动的主体之一。正如有学者所言:“最高院在很大程度上

是一个制定公共政策的法院,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审判法院。……制定司法解释这一块,显示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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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李欢如、李辉品:“认真对待瑕疵:论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审查”,载贺荣主编:《深化司法

改革与行政审判实践研究———全国法院第28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

15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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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创制新规则的作用。”〔59〕在行政诉讼中,法院通过裁判个案发展公共政策,参与行政机关的社

会治理,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对社会产生引领作用,已经成为当下较为普遍的法现象。所以,“如
果说合法/违法事关每个国家对‘依法行政’原则的理解,而对违法的法律后果和处理机制的差

异,则凸显每个国家在法政策方面的不同考量”。〔60〕当下,法院在对行政程序违法展开司法审

查中当持何种价值取向,与如何回应如下三个问题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与避免“双重危害”(doublejeopardy)
被诉行政行为因程序违法被撤销时,法院基于个案的考虑有时还会责令行政机关限期重

新作出行政行为,如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为了行政相对人能够避免“双重危害”,〔61〕《行政诉讼法》(1989)第55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

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

同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一思想为《行政诉讼法》(2014)第71条所承继。但是,最高院《关于贯

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91)第68条规定:“人民法院

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时,不受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限制。”之后,这条司法解释一直为最高院《若干解释》
(1999)第54条第2款和最高院《行诉解释》(2018)第90条第2款所承继,最高院的态度一直

没有变化。由此可以发现,如果说《行政诉讼法》秉持了行政程序具有某种独立价值的取向的

话,那么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则有转向行政程序工具价值取向之嫌,由此可以推断的结论是,在
法院撤销并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时,行政相对人就同一个行政争议如何避免“双重

危险”,似乎并非最高院制定司法解释时考虑的问题。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四川省成都市金

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彭淑华诉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工伤行政复议案、邱正

吉等不服厦门市规划局规划行政许可案和西峡龙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与榆林市知识产权局、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案都是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

行政行为的判例,由于资料有限,本文未能得到这四个判例“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内容,因而

无法从经验上证明这几个判例中的原告是否遭遇了“双重危害”。本文提出的上述问题是可能

存在的。这种“程序胜诉”对行政相对人而言究竟体现了何种法律价值? 避免“双重危害”法理

如何在这里得以落实? 这些问题有待最高院在今后公布的判例中加以明确。

2.确认违法与受害人行政赔偿请求权的实效性保护

在确认违法判决之下,当被诉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之后,因其法效力没有被消灭,行政相

对人仍然必须服从之。但是,若行政相对人因该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导致人身、财产损害的,可
以请求行政赔偿,行政机关也有采取补救措施的义务。若行政相对人请求行政机关履行赔偿

义务,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为只有行政相对人自己最清楚自己人身权、财
产权所受的损害状况。但是,在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之下,行政相对人要证明其人身权、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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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0〕

〔61〕

侯猛:《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以司法的影响力切入》,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
赵宏:《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

320页。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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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有受损害事实是十分困难的,有时甚至没有“法定损害”。如在施桂英诉福建省厦门市思

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措施案中,法院确认强制搬迁违法的主要理由是,实施强制搬迁时,执
行人未通知被执行人到场。也就是说,只要执行通知被执行人到场,该强制搬迁就符合法定程

序了。本案中,在施桂英未被通知到场的情况下,难说其人身权、财产权因强制搬迁有什么法

定损害。确认违法判决对于施桂英来说是“胜诉”了,但这样的“胜诉”于她来说又有多大意义

呢? 因此,本文认为,重估行政程序的独立价值,设立程序违法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作为落

实行政诉讼中保护行政相对人实效性权利保护的法政策选项之一。

3.“程序轻微违法”与对原告权利产生实际影响

根据《行政诉讼法》(2014)第74条第1款第2项规定,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

生实际影响的,法院可以作出确认违法的判决。那么,在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又对原告权

利产生实际影响时,法院当作何种判决呢? 从逻辑上讲,它不适用确认违法判决,这一点在立

法原旨中也可以得到支持。“虽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但程序违法未属轻微违法的,或者

虽属于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产生实际影响的,都适用撤销判决,而非适用确认违法判

决。”〔62〕进而言之,在《行政诉讼法》(2014)的法律框架下,最高院对程序违法司法审查的价值

取向,并非只能是该法律框架在现实中的“投影”。在这里,“审查标准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实
质上是对多重价值进行衡量后的取舍。审查标准的确立是将行政效率、法的安定性、信赖保护

利益和公共利益等多种价值列为‘魔术多角形’中的各个顶角,取其平衡中心点后,使行政程序

发挥恰当效益的结果。这种取舍受制于地域法治状况发展的历史因素和地域法治环境的空间

因素”。〔63〕具体而言,①应当偏重于行政相对人实效性权利的保护。这与《行政诉讼法》立法

目的序列有关。行政诉讼制度以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为首要立法目的,相关的不确定法

律解释都应当有利于这一立法目的实现,切不可本末倒置。②适度关照行政效率。行政诉讼

并不是要消灭行政效率,但它确实会影响行政效率则是事实。行政诉讼影响行政效率往往是

在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之后才产生的,因此选择何种程序违法司法

审查的价值取向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尽管有学者认为:“高效作出行政行为,及时终结执法程

序,是正当程序的应有之义,是指导和规范行政执法的一项共通性准则,应当得到普遍的适用

和遵守。”〔64〕但在行政诉讼法的框架内,这并非当然。在效率与程序发生冲突时,法院只有在

权衡各方利益后才能获致妥当的结论。③实质性地化解行政争议。无论是保护权利还是监督

行政,只有在关照上述①②两个问题之后,法院才有可能实质性地化解行政争议。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可以获得如下几个结论:

1.对“违反法定程序”的理解与适用,法院继续延续2008年之前判例形成的判断框架,未
见发展出新的判断标准,但判决方式选择有随意性现象。

2.在法定程序空白之处,法院继续引入“正当程序原则”作为“违反法定程序”的补充性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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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信春鹰,见前注〔5〕,第188页。
傅静玲:“论德国行政程序法中程序瑕疵理论之建构与发展”,《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

71页。
于元祝、徐冉:“及时高效是正当行政程序的应有之义”,《人民司法(案例)》2016年第8期,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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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标准,并不断扩大它的适用范围。

3.《行政诉讼法》(2014)实施之后,在公布的4个判例中,未见有关于“程序轻微违法”“对
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情形的判断标准与裁判方式的适用。

4.在撤销并责令重作判例中,权利保护的司法审查价值取向并不显著,避免“双重危险”
的制度性保障仍显不足。

四、结 语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法规范上法院、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正三角结构”,有时变形

为“偏正结构”。在这种“偏正结构”中,个案中的裁判逻辑常常会被片面的利益权衡替代,其负

面社会效果明显。本文在此预判,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程序工具价值可能仍然是司法审

查的主要价值取向。但是,基于本文上述结论2,我们也可以预判程序独立价值将获得越来越

多人的认同。《行政诉讼法》(2014)在“违反法定程序”之外创设了“程序轻微违法”,并与“对原

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一起作为确认违法判决的要件,对此,期望最高院通过公布相关判例,
在继续坚守正当程序原则的同时,将“程序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裁判要件

精细化,进而使判断规则体系化,以落实《行政诉讼法》(2014)的立法要旨。〔65〕

Abstract:Thetheoreticalinterpretationof“violationofstatutoryprocedures”inadministrativelaw
hasnotchangedmuchsince2009.Theunderstandingof“pettyviolationofthestatutoryprocedures”is
mainlybasedoncasestudy,butithasnotbeencategorizedandthegeneralruleofjudgmenthasnotyet
beenformed.Morepracticalwayistoestimate“actualimpactontheplaintiff'srights”byusingthedistri-
butionoftheburdenofproof.BasedontheanalysisofcasespublishedbytheSupremePeople'sCourtover
thelast10years,wecanfindthat,asastandardofjudicialreview,“violationofstatutoryprocedures”

failstodevelopintoamorerefinedanddiversifiedjudicialstandard.Intheabsenceofstatutoryproce-
dures,theprincipleofdueprocesscanstillbeadoptedbythecourtsanditsscopeofapplicationhasex-

panded.AftertheimplementationoftheAdministrativeLitigationLaw (2014),theSupremePeople's
Courthasnotpublishedanycasesthatconfirmtheillegalityoftheallegedadministrativeactiondueto
“pettyviolationofthestatutoryprocedures”,whichmayleadtoadverseeffectsonthecorrectapplication
ofthejudgmenttoconfirmillegality.

KeyWords:StatutoryProcedures;DueProcess;PettyViolationoftheStatutoryProcedures;Admin-
istrativeLitigation;JudicialReview

(学术编辑:彭 錞)
(技术编辑:吴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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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信春鹰,见前注〔5〕,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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